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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阈下的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研究
——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
李晓敏
（河北工程大学 学生工作部，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是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指引。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和国家扶贫开发中的精准扶贫思想相结合。文章从精准扶贫
的提出背景出发，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分析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
从精准扶贫的角度提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提升策略，以期对我国教育扶贫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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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扶贫的概念及内涵
精准扶贫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根据扶贫对象
所处的区域环境和家庭状况的不同，运用科学有效
的程序，对其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
[1]
的治贫方式 。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调研时首次
提出“精准扶贫”概念。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考察进一步提出“六个精准”的具体内涵，并
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
[2]
于精准” 。
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在国家扶
贫攻坚战中不仅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还承担
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使命。高校贫困学生是
精准扶贫对象中的一个庞大群体，
做好精准扶贫视阈
下的高校贫困学生资助工作是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内
容，也是确保高质量脱贫和稳定脱贫的重要举措。

二、精准扶贫视阈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的
问题
在精准扶贫视阈下，高校在学生资助工作方面
要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实际开展
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贫困生的认定不够精准
对贫困生的精准识别是做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定
的主要依据。目前，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都是按如下
程序开展：学生将经当地基层组织或单位核实、盖章
后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交所在高校。高校成立专业或班

级贫困生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调查表评
议，初步确定困难学生名单，报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
实际工作中，由于生源地有关部门审核盖章管理不
严，在高校经常会出现一个班 30 名学生，提交了 20
多份调查表，有的只填了学生姓名、其他信息为空的
表，也能盖章通过的奇怪现象，严重影响了贫困生认
定工作的精准度。另外，高校贫困生认定评议小组由
学生代表组成，评议过程难免受到申请学生人际关
系、评议人是否公平公正等主观因素影响，导致最终
评定结果出现偏差。最后，有一部分真正贫困的学生
因为自卑心理，不愿让同学知道自己窘迫的家庭状
况，不去提出申请；反之，有一些不贫困的学生受利
益驱使，反而哭穷喊穷，提出贫困认定申请，这些都
会影响高校贫困生认定结果，影响精准扶贫的效果。
（二）对贫困生的帮扶模式单一
目前，高校已经在本专科教育阶段建立起了
“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学校资金投入为辅，社会
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资助体系，各省、各高校结
合自身特色，创立特色资助项目，如河北省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陕西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贴、各高校自主开展的求职补贴、冬装补贴、
寒假路途补助等资助项目，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都能顺利完成学业。但是，这些资助仅仅停留在简
单的给钱给物资助层面，资助模式单一僵化。随着
国家资助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资助范围与力度越
来越大，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的资助模式越来越引起
人们的重视。在实际工作中，贫困生的经济需求只
是一方面，很多贫困生还存在自卑、敏感、人际障
碍、诚信感恩教育缺失等不健康心理，他们更需要
心理健康辅导、学业提高辅导、综合素质培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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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等全方位育人帮扶 。
（三）对受助后贫困生的精准管理欠缺
由于高校对受助后贫困生的精准管理不到位，缺
乏关于如何正确使用资助资金的教育引导，部分贫困
生在收到资助资金后，迫于“面子”和对同学的“感
激”等因素，没有将其用于改善自身的学习和生活
上，反而用来高档消费、请客吃饭、赞助班里活动等
不合理支出。这些都有悖于国家资助政策设立的初
衷，在学生群体中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同时，精准
管理欠缺也助长了少部分贫困生的“等靠要”思想，
有的学生在遇到经济困难时，根本不去思考如何通过
自助走出困境，只是单纯的等待国家救助。甚至，个
别学生因为考虑到助学贷款将来总要还贷，而不愿意
去申请，只想得到免费的助学金和其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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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月消费额持续过高或过低的学生，由银行反馈给信
息平台，高校核查学生具体情况，既可以避免学生奢
侈消费、假贫困情况发生，又能够主动发现因自卑心
理不去申请认定的学生，便于高校有针对性的实施精
准资助。总之，信息平台的建设是一个需要全面收集
相关信息、多部门配合的大工程，也是高校做好贫困
生精准识别、实现教育脱贫的重要依据。

（二）建立全方位、全过程资助模式，精准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工作要“对症下药、精
[4]
准滴灌、靶向治疗” 。就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而言，
精准帮扶就是要解学生所急、供学生所需，在物质帮
扶的基础上，给学生配套的心理辅导和人文关怀，并
结合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实施发展型资助项目，建立
全方位、全过程资助模式。通过心理大讲堂与团体辅
导，帮助贫困学生走出心理误区，驱散阴霾，拥抱阳
（四）学生资助工作队伍配备不足
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资助 光；通过金融知识讲座，培养学生诚信意识、法律意
工作机构建设的通知》
（教人〔2006〕6 号）中明确 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引导学生保护个人信用、理性消
费；通过“励志之星”、“自强之星”评选，大力传
规定，各高校要加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人员队伍建
设，按照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的 1:2500 的比例，配备 播正能量，培养学生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
通过奖助学金发放，打造校园感恩文化，鼓励学生积
专职工作人员。但是，很多高校对学生资助重视不
够，没有严格落实这项政策，多数高校只配备了 2—3 极参加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
名专职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在校生人数 3 万的高校， 回报党和政府关怀；通过与校外企业、培训机构合作，
仅有 1 名专职人员。精准扶贫视阈下的高校学生资 开展针对性的实践与培训活动，帮助学生补齐短板、
提高专业技能；通过创业大讲堂、创业沙龙、各类创新
助工作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化的工程，资助对象要
创业大赛等，培育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引导学生将专业
求广而准，资助项目要求多而精，资助模式从以往
所学与创新实践有效结合，全面提升个人综合素养。
的粗放式经济资助逐步发展到以培养学生全面成才
为目标的精准资助，就目前的学生资助队伍而言，
（三）加强资助工作队伍建设，精准管理
显然不能满足精准扶贫的工作要求。
学生资助本就是一项任务繁重、专业性和政策性

三、精准扶贫视阈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提升策略
（一）利用大数据思维构建贫困生认定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
[2]
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高校做好学生资助工
作的先决条件就是精准识别出贫困学生。政府主管部
门要强化大数据思维，搭建学生资助信息平台，构建
[3]
贫困生认定新模式 。信息平台的建设要融合民政、
公安、银行、地方政府等多方面数据，使学生的家庭
收入、家庭资产全部信息化、网络化，对家庭成员患
重病或残疾的学生，当地民政部门应该做好规范认
定，将病重程度、残疾种类等情况通过信息平台对高
校共享，高校在贫困生认定工作中，不须再依据学生
的主观描述，可以直接通过平台了解学生实际家庭情
况，减少“假贫困”情况发生。另外，学生在校期间
的消费情况，如学校一卡通、服装、学习用品、生活
用品、网络购物等消费，都会通过银行卡转账付款，

都很强的工作，加之当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充足
且专业的资助工作队伍更是“精准管理”的必要条
件。高校应严格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成立专门的学
生资助工作机构，并按照一定比例组建专业化资助工
作团队。经常开展业务培训，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交
流，着力提高其信息化建设、政策宣传等方面的能力
水平，增强其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工作精准度。
高校要用好这支专业化的资助工作队伍，精准管理，
做细、做实学生资助工作。在贫困生认定中，建立基
本信息真实、动态可调整的贫困生数据库，定期到学
生家中家访，建立长期有效的家校合力育人机制；在
资助项目设定中，坚持“物质精神双解困”，开拓特
色资助项目，助力贫困学生全面成才；在资助对象评
选中，规范评定程序，严格公示流程，确保评选结果
的公开、公平、公正；在资金发放后，教育、引导学
生合理使用资助资金，感恩党和政府关怀；在日常管
理中，坚持以生为本、育人为先，在解决贫困生实际

第2期

李晓敏：精准扶贫视阈下的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研究——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

17

困难同时，提升资助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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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niversity student financial ai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LI Xiao-min
(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y 2020.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pointed out that
we must adhere to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Strategic Guid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the work of
student ai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hought in the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ak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financial aid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student financial aid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university student financial aid work; promotion strategy
（上接第 11 页）
（四）完善供应链成本控制方法
企业传统的成本控制方法注重降低产品生产成
本，进一步挖掘利润的空间有限。因此，应将成本
控制与供应链结合起来，突破传统成本思维模式，
着眼于供应链管理视角，积极设计新的成本控制方
法。[3]例如，运用供应链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把
作业作为核心，经过确认、计量、分析作业及作业
成本，获得高质量的产品成本的信息。它通过成本
动因来划分间接成本，而成本动因是成本产生的根
本性原因，由于划分依据的本源性，能提供较为可
靠和有效的作业成本的计量，有助于企业管理者进
行供应链价格、市场以及投资决策。

成本管理思想延伸到整个供应链上的跨企业成本管
理。供应链成本管理通过从不同的角度、深度出发，
完善了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让企业更全面的认识到
现代企业的竞争实质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同一供应
链上的企业通过协同合作，降低供应链的总成本，最
终可以使供应链上的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
得核心竞争能力，进而促进皖北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海彬.基于供应链的制造企业成本管理[J].时代金融，
2015(35):109-110.
[2]刘宇航,温璇.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物流成本研究[J].山
东工业技术,2019(6):232.
[3]张乐,汪传旭.基于成本分担契约的供应链运输模式比较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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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必然趋
势，是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将传统的企业自身

(1):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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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existing and countermeasures in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based on supply chain thinking
REN Lin, YANG Ya-liu, LU Gui-zhi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China )

Abstract：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cost
management. Then, it comb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ly chain cost management.
At last, it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cost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pply chain cost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cost; supply chain cost management; cost management

